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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专刊 

* * * 指导老师： 刘杨 * * * 

 

      《有趣的梦》 

作者：狄晨轩   四年级二班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走

到了一条河，看到一个小男孩儿穿着古代

的衣服，他的旁边还有一头大象。我赶紧

地跑过去。 

“你是不是曹冲啊？” 我问他，“我

叫冬冬。”  

“对。我叫曹冲。你怎么知道我的名

字呢？” 曹冲回答。 

“我是 2021年来的。我有一天上课时

学到你的。” 我告诉他。  

“那么在 2021年生活跟现在有什么不

一样的吗？” 他好奇地说。    

“是啊！2021年有火车、飞机、和汽

车了，也有计算机、手机、电视和别的技

术。” 我跟他解释。  

   “什么是火

车、飞机、和汽车

啊？” 他问道。 

“这些东西就

像你们的马车，但

是更快也更方便。

火车和汽车是在地上跑的。飞机是在天上

飞的。如果你骑马车花两天时间，开车或

者坐火车只用三到四个小时就能到了，要

是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我告诉曹

冲。 

 他睁大眼睛。“哇，真神奇啊！在

2021年你会怎么称大象呢？” 

“在 2021年我们有很大的地秤，用来

称卡车的重量。它埋在地里，大象一过就

能知道大象多重了。”  

“还有更神奇的呢！” 我拿出我的手

机，“看，这是手机。这上面能玩电子游

戏。你们现在要俩人下棋，但是，在手机

上你一个人就能玩。计算机和电视就像手

机，但是更大一点……你想不想去 2021年

去看一下？”  

“行

啊！” 曹冲

说。 

我牵着他

的手想去找

回来的路。

但是，突然

我就醒来

了。这个梦

真有趣！ 

 

《我的一个梦》  
作者：张瀚元    四年级二班 

 

    感恩节的晚上，

吃完饭我迷迷糊糊地

睡着了。 我做了一

个梦。 

    在梦里头，我独

自在走路，越走越

远。走着走着，我来

到了河边。看到很多

人围着一个和我差不

多高的小孩，还有一头大象。这头大象又

高又大，腿像四根柱子。我听到他们在称

赞这个小孩找到了称大象的办法。 

    我自言自语说：“哦，那些人一定是

曹冲、他的爸爸曹操、和官员们。”过了

一会儿，我看到曹操带着官员们离开了，

剩下曹冲和大象在岸边。曹冲走来走去，

看起来在想什么问题。 

    我走上前去，说：“曹冲，你好。我

的名字是瀚元。你找到了称大象的办法

了！你真棒！” 

    曹冲说：“瀚元，谢谢你的称赞。我

还想给大象建一个家。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吗？” 

    我说：“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

以建一个木头的房子给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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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冲问: “为什么是木头的房子

呢？” 

    我说: “木头的房子不怕风不怕雨。

夏天不会太热。大象会喜欢的。” 

    曹冲把我带到河边的一片小密林. 

“我们可以把房子建在这儿。在地上放干

草，大象会很舒服。” 

    “那大象怎么喝水和吃饭呢？”曹冲

又问。 

    “大象的家在河边的话，它就有水喝

了。在它的家里，我们可以种几棵树。因

为大象喜欢吃树叶，有了树它就会有很多

好吃的东西。” 我说。 

    曹冲问：“大象会无聊吗？” 

    我说：“我们可以放一些玩具在它家

的里面。这样，大象就不会无聊了。” 

    曹冲先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不

知道大象喜欢什么玩具。” 

    我笑着说：“我们可以在大象的房子

上挂红灯，放音

乐，陪它唱歌跳

舞。让它的房子

热热闹闹的，一

片欢乐景象。” 

    曹冲说：

“如果大象不喜

欢热热闹闹

呢？” 

    我笑着说：“那我教大象简单的数学

题吧。” 

曹冲一听到我要教大象做数学题, 就

哈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大笑。 

突然，我发现曹冲和大象都没了。我

开始四处寻找他们。我从梦里醒过来了。

这真是一个让人愉快的梦。 

 

 《奇怪的梦》  
作者：吴小石   四年级二班    

    感恩节的晚上, 吃完饭, 我迷迷糊糊

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我来到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山

下。我往上一看，就看到远处有一位老人

正在从地里摘各种各样的花和草。他的身

边还有一个小竹篓篓。这位老人是谁呢？

我终于走到了这位老人的面前。 

   “您好，我叫吴小石，我是来自 2021

年的，请问您的名字是什么？” 

   “你好,吴小石，我的名字是李时珍，

我是一个医生，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您呀，您和您的著作在 2021

年还是很有名的。请问您篓篓里的花和草

都是治什么病的？” 

   “这些花和草可以治感冒和发烧。” 

    我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就问：”李医

生，2021年有一个病叫作新冠病毒 Covid-

19。”  

   “新冠病毒 Covid-19是什么病？”李

时珍问。 

   “人们得了 Covid-19会流鼻涕，咳

嗽，发烧，身体疼，也会感到呼吸困难。

因为这个病，世界上已经死了很多人

了！” 

李时珍听了

我的话，就从他

的篓篓下面拿出

了一本他正在写

的书《本草纲

目》，开始找药

方。过了一会

儿，他把书放

下，然后开始在

山上找东西。突然，他从地里拔了一棵又

大又美的红花递给我。李时珍说：“把我

手里的花洗干净，在水里泡一个小时，然

后让病人把花水喝掉。过几天，他就会好

了。” 李时珍把那朵花放到我手里，还送

了我一些花的种子。 

我谢了李时珍，开心极了,就开始往家

跑。到了家，发现手里没有红花，也没有

种子。原来我做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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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梦》  
作者: 朱丽安    四年级一班 

 

    足球训练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我

太累了，就在车上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有

趣的梦。 

    我梦见我

和我的队友们

一起参加了世

界杯足球比

赛。我们赢了

一场又一场的

比赛，最后终

于进入了世界杯的决赛。 

    在决赛中，我们穿着绿色的球衣，和

对手德国队打成了平手。比分是 2比 2。在

最后的关键时刻，我进了一个球。我激动

地跳了起来！最终，我们以 3比 2的比分

战胜了德国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 

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观众席为我加油

鼓劲。我一定要努力训练，争取将来把这

个梦变成现实。 

 

 《我的一个梦》  
作者：江泽宇  四年级二班   

 

感恩节的晚上，吃完饭我迷迷糊糊地

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面，我

和我表哥泽安一起

玩 Terraria。这是

我和泽安最喜欢玩

的电子游戏。这个

游戏是关于发现，

创造，建立 还有杀

怪物的，我平常只能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

玩一会儿。 

    我和泽安在梦里找到了 silver ore，

我们制作了二把剑，还有其他的工具。 我

们用工具来打怪物。我和泽安来到了一个

山洞，遇到一个只大怪物。这个怪物带着

wizard head，手上拿着一个魔法棒，魔法

棒上有蓝色的钻石。它对着我们很生气，

突然一道闪电从它的手上发出来 ，它也叫

来了很多伙伴,我和泽安都拿着一把剑，把

闪电抢到了我们的剑上，然后我们用剑杀

死了它们。 

    我们成功了，真是太高兴了。 我和泽

安聊着我们计划，如果遇到泡泡墙或者水

墙（buble shell or water shell）我们

要赶快跑开，因为那个很危 险，我们的工

具还不好…… 

正聊得开心的时候，感到身体往下

掉，而且越来越快，吓得我大叫了 起来，

一睁眼，哦，原来是个梦。 

 

《我的一个梦》 

作者：严路可 四年级二班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

我在一支火箭上。我突然看到了杨利伟。 

我跟他说：“你是飞天第一人！”  

   “是我！谢谢！” 他回答道。  

    我问：“你升空时害怕吗？” 

   “是的！我非常害怕！”他回答，“因

为火箭速度很快。我也害怕火箭会炸！” 

    突然，我听到有人说：

“欢迎你们来到了时光隧

道。”“爱因斯坦！”我高

兴了跳了起来。我一直都想

跟爱因斯坦说话。我问：

“宇宙的尽头在哪儿呢？”爱因斯坦说：

“小朋友，跟我来！”可是，我第一步就

掉进了那条时光隧道。 

    一下子，我就到了一座中国名山。我

看见一个人在采药。“李时珍！”我叫了

起来。他看见我说：“孩子，你在干什么

呢？”我没有回答。我问他：“您采了多

少种药？”他回答…… 

“路路，要起来了！”妈妈在叫我。原

来我做了一个梦啊！ 

 


